
票選結果書單 國小 1至 3年級 

序號 書名 作者及譯者 出版社 計票統計 

1 我的第一本恐龍博士小百科 Fun House師資團隊 双美生活文創 584 

2 老鼠鼴鼠挖番薯 藤本四郎/鄧吉吉 上誼文化公司 505 

3 鱷魚愛上長頸鹿 達妮拉庫洛特/林硯芬 采實文化 500 

4 機器人嘉年華 鐵皮人美術，幼福編輯部 幼福 492 

5 認識星空-可愛太陽系 蔡元生 蔡元生 485 

6 植物大戰殭屍：科學漫畫 萬國建築 笑江南 狗狗圖書 473 

7 媽媽變成鬼了 信實/蘇懿禎 譯 小熊出版社 455 

8 開心農場：怎麼吃健康又環保？ 劉嘉路 格林 448 

9 菲菲生氣了：非常、非常的生氣 莫莉．卞/李坤珊 譯 三之三 438 

10 原來天氣是這樣子啊！ 村田弘子/邱承宗 譯 小魯文化 414 

11 上學的第一天，我的肚子裡有蝴蝶 沙基．布勒奇/黃筱茵 譯 米奇巴克 409 

12 動手做自然：果實 X種子創作 DIY 鄭一帆 晨星 383 

13 孩子的第一套科學小百科：太陽系 

作者：皮耶-馮索瓦‧慕里歐；

陳文瑤 譯 
小遠足 311 

14 環遊世界地圖書 班華．德拉朗德爾/張玲茵 譯 信誼 310 

15 小學生觀念數學第 3級 黑澤俊二/陳昭蓉 譯 小天下出版社 305 

16 小蟲蟲的金牌夢 朵兒佛瑞曼/黃筱茵 譯 三之三 267 

17 北極熊搶救家園 珍.戴維斯.沖本/陸篠華 譯 幼獅文化 265 

18 奇妙的動物世界 作者： 程一駿/編著 台灣商務 255 

19 吼！我不要吃飯！ 江家伶，王筠涵 台中圖書館 254 

20 家有生氣小恐龍 

提利羅伯埃克/簡伊婕  

譯 
大穎文化 249 

1-3年級學生參與投票：1648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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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選結果書單 國小 4至 6年級 

序號 書名 作者及譯者 出版社 計票統計 

1 哆啦 A夢科學任意門 1：恐龍時代通行證 藤子‧F‧不二雄 遠流出版社 1550 

2 科學發明王 Gomdori co /徐月珠 譯 三采 1505 

3 漫畫科學實驗王 Storya /徐月珠 譯 三采 1484 

4 哆啦 A夢科學任意門 2：穿越宇宙時光機 藤子‧F‧不二雄 遠流出版社 1319 

5 法布爾的昆蟲記 法布爾 /梁守鏘 譯 遠流 1209 

6 自然老師沒教的事 張蕙芬，楊維晟 天下遠見出版有限公司 1120 

7 少年科學偵探 CSI 高嬉貞 /陳慶德 譯 臺灣麥克 1063 

8 科學家死也要做的 100件事 新科學家 遠流 1055 

9 超科少年 01：力學奇葩牛頓 漫畫科普編輯部整理撰文 親子天下 951 

10 
科學築夢大現場 2：歡迎光臨機器人時代！

百變智慧機器人 

周彥彤/作, 楊谷洋/協力指導 親子天下 896 

11 解開恐龍之謎 馬志文譯 世一文化 846 

12 

100件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的事：日常生活裡

的數學遊戲，藝術×運動×生物×宇宙×心理

學……用數學來了解我們的世界 

約翰‧巴羅 /吳玉 譯 臉譜 826 

13 60創意科學遊戲 

麗貝卡．吉爾平、 

麗歐尼．普瑞特 
小天下 782 

14 問問 Why博士：29個生活科普知識 陳怡璇 康軒 773 

15 天天在家玩科學 Om Books International  商周出版 746 

16 我愛讀發明的故事 安娜．克雷邦(Anna Claybourne) 小天下 708 

17 看漫畫，學環保 奧華特(Alice Outwater)  天下文化 690 

18 愛因斯坦：科學頑童的故事 李英美 新苗 667 

19 玩玩具，學科學：玩具背後的科學原理 王德麟 書泉 656 

20 無人機起飛 保羅‧蓋耳蒙培茲 晨星 600 

4-6年級學生參與投票：3757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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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選結果書單 國中 7至 9年級 

序號 書名 作者及譯者 出版社 計票統計 

1 改變世界的 17個方程式 伊恩‧史都華 /李政崇 譯 商周出版 1231 

2 廚房裡的小科學家 學研、村上祥子 三采 1162 

3 樹的祕密生命 彼得．渥雷本 商周出版 987 

4 天生變態：一個擁有變態大腦的天才科學家 詹姆斯．法隆 三采 821 

5 
數學，為什麼是現在這樣子？：一門不教公式，

只講故事的數學課 

安‧魯尼 臉譜文化 820 

6 給未來總統的物理課 理查．繆勒 漫遊者文化 807 

7 教你如何說話被喜歡 戶田久實 大樂文化 780 

8 大人的科學 10：極光龍捲風 日本學研編輯部 親子天下 686 

9 大飯店小實習生 許祐誠 今周 649 

10 天天在家玩科學 Om Books International  商周出版 645 

11 別鬧了，費曼先生：科學頑童的故事 理查．費曼 天下文化 642 

12 如何帶一隻恐龍搭電梯：21個有趣的科學思考 張文亮 國語日報 634 

13 昆蟲老師上課了！吳沁婕的超級生物課 吳沁婕 策馬入林 630 

14 語言癌不癌？語言學家的看法 

何萬順、蔡維天、張榮興、

徐嘉慧、魏美瑤, 何德華 
聯經 598 

15 跟 TED學表達讓世界記住你 卡曼．蓋洛 先覺 596 

16 大滅絕：尋找一個消失的年代 許靖華 遠見天下文化 559 

17 發現之旅 東尼．萊斯 Tony Rice 好讀 554 

18 
體育老師沒告訴你的事  

一窺隱藏於運動背後的數字秘密 

Joel Levy 果禾文化 547 

19 電影中不可能的物理學 加來道雄 /許晉褔 譯 世茂 545 

20 星際效應：電影幕後的科學事實、推測與想像 基普．索恩 漫遊者文化 545 

7-9年級學生參與投票：3802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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